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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

份，市创城办持续开

展常态化创城和公

共环境督查考评，发现各类问题2413个，涉及62个责

任单位，已整改2304个，整改率95.48%。其中，随机

考评村居环境卫生、道路市容市貌、海岸带等84个区

域，发现市容环境卫生问题共1366个，已整改1309个，

整改率95.83%。泉州考评中心随机考评我市村居、道

路、海岸带等39个区域，发现各类问题230个。

10月份，市创城办对主次干道、公园、建筑工地、

中小学及校园周边、乡镇、农贸市场、网吧、酒店、社区

等实地考察点常态化开展创城督查。督查发现政务

大厅、公共广场、酒店、网吧、书店、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等项目能够较好地按照创城

指标对标创建，设施设备完善，环境卫生干净整洁，现

场秩序良好，工作人员服务文明规范、态度友善。持

续加大全市市容环境督查考评，督促整改市容环境卫

生问题470余个，城乡市容环境面貌整体整洁规范有

序，占道经营、“牛皮癣”小广告、卫生保洁等乱象进一

步得到整治。在泉州城乡环境卫生考评中，我市以

92.49分位居第四名。 （下转四版）

本报讯 11月12日上午，由福建省科协院士专家

工作站建设办公室副主任黄忠平带领的调研组一行

莅石，对我市申报2020年省级院士工作站的福建中科

光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院士工作站建站情况进行现

场考核。石狮市科协有关负责人陪同。

调研采取实地考察、现场座谈的形式进行，了解

福建中科光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工作站基

础建设情况，以及工作站运行情况与取得的成效。

据了解，工作站由福建中科光芯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联合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新涛共同建立，双方将进一

步密切合作，将院士工作站打造成培养、吸引人才的

优势平台，以及产学研合作的技术集聚地与成果转化

基地。 （记者 林本鸣 通讯员 陈彬彬）

泉州总工会为石狮荣获
省级荣誉班组和个人授牌

本报讯 11月11日下午，泉州市总工会党组书

记、常务副主席王茂泉一行走进石狮企业、班组，向获

省总工会表彰的先进班组和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并为

他们颁发证书、授牌。

记者了解到，在2020年全省百万职工“五小”创新

大赛中，石狮市宝益织造印染有限公司刘江洋、蔡超

群研制的“一种新型保暖复合面料”和国网石狮市供

电公司邱永涛等职工研制的“一种环网柜T型电缆头

接地装置”2项优秀成果获评大赛一等奖。昨日，泉州

总工会一行深入石狮市宝益织造印染有限公司、国网

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石狮市供电公司，为获奖职工颁

发大赛奖牌证书。随后，泉州总工会一行人又前往中

纺协检验（泉州）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为该企业纤维成

分组颁发省工人先锋号奖牌。

走访中，泉州总工会一行人一一与企业经营者和职工

面对面进行交流，详细了解相关获奖项目的基础功能、技

术研发、转化落地和市场增效等情况，以及企业职工技术

发明创新情况。此次送奖到基层，表彰先进、鼓舞士气，进

一步激发了一线职工创新创造的热情和活力，鼓励企业

加强知识型技术型创新型职工队伍建设。（记者 庄玲娥）

石狮组织劳模参观城市发展建设成果
本报讯 11月12日，石狮市劳动模

范协会组织30余名劳模参观我市重点

经济项目及文化旅游地点，让这些各行

各业的优秀代表见证城市发展建设的

丰硕成果。

劳模们参观了普洛斯（石狮）物流

园、故宫海上丝绸之路馆、高新区光芯片

项目和峡谷旅游路、红塔湾景区等地。

一路上，大家认真看、仔细听、相互议，对

石狮近年来的城市发展和变化深感振奋

和喜悦。“着力打造一座宜居宜业的美丽

滨海城市，石狮一直在发力，总有新惊

喜，回去后我要向周围的人多宣传咱石

狮的变化。”无论是颇具闽南古韵的故宫

海上丝绸之路馆，还是饱含生态发展理

念的万亩城市公园，抑或是推动石狮市

现代物流服务业发展的普洛斯（石狮）物

流园、代表城市新活力的光芯片项目，

都让劳模们赞不绝口。

石狮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希

望通过此次考察活动，让我市各级劳动

模范亲身感受石狮经济社会发展的巨

大变化，进一步激发劳模在推进高质量

发展、落实赶超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以更饱满的状态、更高的热情继续投身

经济社会发展，助推我市产业高质量发

展。 （记者 庄玲娥）

本报讯 近日，石狮市召开2019年

度渔业油价补助发放工作会议。市渔

业油价补助发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参

加会议。

会议听取了市农业农村局关于石

狮市2019年度渔业油价补助发放工作

情况的报告，通报2019年度前四批渔

业油价补助发放情况，共有经审核无误

且公示无异议的机动渔船677艘、补助

资金9637万多元。

会议决定，根据有关文件规定，对

在2019年度涉相关管控海域作业被立

案查处的7艘渔船、被列入联合惩戒

“黑名单”对象的2艘渔船、在2019年度

违反禁渔期规定被立案查处的2艘渔

船，扣除其2019年度全年油价补助资

金；对在2019年进入相关管控海域被

省、市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通报的116

艘渔船，暂缓2个月发放油补资金；对

在2020年上半年疫情防控期间未按要

求办理渔船人员信息报备手续或报备

人员不全的9艘渔船，暂缓1个月发放

油补资金；对在2020年4月因不服从相

关管控海域撤离指令被通报的10艘

渔船，暂缓2个月发放油补资金；对在

2020年4月北斗示位仪离线经多次提

醒仍未按要求整改的5艘渔船，暂缓2

个月发放油补资金。

会议要求，要加大力度，进一步强化

综合惩处手段，促进渔船民安全生产，并

加强相关管控海域管控、伏季休渔管

理，确保渔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向

好。 （记者 林富榕 通讯员 吴瑞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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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由泉州太平洋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首批出口孟加拉的管材设备顺利进场，标志着石湖港区业务再添

“新秀”。据了解，此次出口孟加拉国的超大口径全塑管材，将参与艾萨拉姆燃煤电站项目基础建设，运用于排海工程
领域。随着石湖港区出口设备业务通道的启动，我市企业主动融入发展新格局，外贸出口稳增向好。

（记者 李荣鑫 通讯员 林金贤 陈明星 文/图）

本报讯 11月11日，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副馆长

陈忠锋一行，专程到石狮市侨联接受侨界书籍捐赠，

并颁发收藏证书。

石狮是著名侨乡，华侨历史久远，有丰富的华侨

故事。此次捐赠的书籍，有记录石狮华侨家族奋斗史

的《叶落归根 桑梓情怀》——石狮王起沃家族的故

事，有记述石狮华侨历史的《石狮市华侨志》，有新生

代华侨华人与国内青少年文化公益交流活动编撰的

《“中华情�少年梦”图书摄影作品选集》等7本侨史侨
情书籍。获得馆藏的书籍，有助于泉州华侨历史博物

馆充实馆藏内容和研究石狮华侨历史文化，让更多的

人了解石狮华侨华人情系桑梓的故事。

（记者 李琳毅 通讯员 许蓉蓉）

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中央军委日
前印发《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作战纲要（试
行）》，于2020年11月7日起施行。《纲要》是我
军新时代作战条令体系的顶层法规，突出强调
指导性理念性原则性，重在宏观指导上提纲挈
领进行总体规范，重在明确联合作战组织实施
的基本问题，重在统一作战思想、厘清权责程
序、指导作战行动，围绕我军联合作战新情况新
问题，坚持继承与创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总
结提炼有益经验，构建整体框架，设置内容体
系，明确联合作战指挥、作战行动、作战保障、国
防动员、政治工作等重大原则、要求和基本程
序。中央军委要求，各级要认真抓好《纲要》的
学习贯彻，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
将《纲要》作为组织实施联合作战和联合训练的
基本依据，全面提高新时代打赢能力。 （新华）

学习借鉴先进经验 打造宜居宜业城市
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带队赴福州考察学习

十月份创城督查考评
成绩公布

创城督查考评在行动

10月石狮市公共环境督查考评成绩排名

市区两镇两办综合成绩排名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村居人居环境市区两镇两办排名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道路市容市貌督查考核成绩排名

市区两镇两办排名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单位

湖滨街道

宝盖镇

凤里街道

灵秀镇

单位

湖滨街道

宝盖镇

凤里街道

灵秀镇

单位

湖滨街道

宝盖镇

凤里街道

灵秀镇

成绩

88.2

84.79

83.91

77.39

成绩

62

48

44.5

34.5

成绩

77.72

70.074

68.146

60.234

次月末位
必检单位

玉湖

塘头

大仑

塘园

沿海五镇排名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沿海五镇综合成绩排名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村居人居环境沿海五镇排名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单位

蚶江镇

永宁镇

鸿山镇

锦尚镇

祥芝镇

成绩

27

20.5

11

10

2

单位

蚶江镇

永宁镇

鸿山镇

锦尚镇

祥芝镇

单位

永宁镇

鸿山镇

祥芝镇

蚶江镇

锦尚镇

海岸带考评成绩排名

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成绩

88.61

87.73

85.5

85.07

84.7

单位

祥芝镇

鸿山镇

蚶江镇

永宁镇

锦尚镇

成绩

61.842

61.366

57.038

54.820

52.100

次月末位
必检单位

郭宅

东一

祥农

水头

东店

成绩

93.5

92.5

92.25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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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科协莅石考核
院士工作站建站情况

本报讯 11月13日下午，泉州市政协副主席、计

生协会会长王春金一行到石狮市调研计生协会工作，

石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计生协会会长施心新参加

活动。

调研组一行首先来到宝盖镇新石狮人计生家庭

法律援助一体化基地，详细了解该基地的运作模式，

同时听取石狮市计生协会今年的工作汇报以及抗疫

工作情况介绍。调研组一行对石狮市计生协会工作

给予充分肯定。随后，调研组一行来到石狮市妇幼保

健院，参观新投入使用的妇幼业务大楼，了解有关情

况，得知医院就医环境有了进一步提升非常欣慰。

据介绍，今年以来，石狮市计生协会围绕我市“民

生提档年”活动，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狠抓多

项重点任务，如调整修订“五加二”工程政策、强化生

育关怀行动、保姆式开展“计生特殊家庭”关爱行动、

扎实开展法律援助、全方位开展儿童早期发展项目、

持续推进青春健康教育项目、强化宣传服务实效等，

助力民生提档，扎实推进各项工作的开展。

（记者 许长财）

泉州调研组莅石
开展计生协会工作调研

石狮市侨界图书
获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收藏 石狮强化综合惩戒措施 促进渔业安全生产

100余艘渔船被扣除或暂缓发放油补资金

本报讯 11月13日，石狮市委

书记蔡萌芽，市委副书记、市长黄

春辉带领石狮市考察团赴福州考

察学习，先后深入考察了流花溪水

系治理、生态驳岸以及串珠公园、

沿河绿道建设情况，上下杭历史文

化街区，于山历史风貌区，晋安生

态公园，福道（森林步道）。石狮市

四套班子领导上官跃进、林自育、

林天虎、陈元生、廖春园、张鸰翔

等，以及市直有关部门、各镇（街

道）、高新区、城建国投集团、产投

集团、文旅集团负责人等参加考

察。福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尤猛

军，福州市委常委、副市长杨新坚

参加活动。

香积烟雨、流花叠影、荷印梦

樱……一个个诗情画意的名字背

后，是流花溪沿岸串珠公园内的一

处处特色景点。据悉，流花溪原本

垃圾泥沙淤积、脏臭不堪，福州市

投入15.98亿元，按照系统治理、综

合分析、生态治理、治本理念、质量

第一、项目工作法、把握主动权等7

大治理理念，开展综合整治，使流

花溪变成了水清、河畅、岸绿、景美

的串珠式公园。考察团认为，福州

治理流花溪的七大理念是生态文

明建设的生动实践，特别是将驳岸

打造成“会呼吸的岸线”，让内河生

态在整治中恢复，使整治成果造福

当地百姓，值得学习借鉴。

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是福州

城市历史中轴线和“三山两塔一条

街”历史风貌特色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福州“闽商精神”和“福建海

洋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我们按照

‘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开发思

路，坚持深入挖掘上下杭文化内

涵，力求反映历史文化街区的原真

性，努力把上下杭打造成具有商

业、住宿、旅游、文化等复合功能

的，富有浓厚中西合璧闽式建筑文

化特色和典型闽商文化特色的传

统街区，促进夜间经济新提升，实

现夜游、夜购、夜闲、夜饮、夜宿。”

考察团一行边实地考察边听介绍，

并纷纷为修复改造后的永德会馆、

三通桥、星安桥、张真君祖殿、采峰

别墅等一处处珍贵的历史文化建筑

点赞。考察团表示，要学习福州高

起点规划建设、高标准保护修复、高

水平招商运营，以及发扬工匠精神，

坚持修旧如旧、精雕细琢、挖掘内

涵，切实留住历史文脉，彰显特色

风貌的好经验、好做法，扎实推进

我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于山历史风貌区做好“加减

法”，实现“还山于民”；晋安生态公

园大手笔打造城市中央绿轴，满足

市民日常休闲需求，提升城市土地

价值；福州福道采用钢架桥的形式

建设，在保护森林生态环境的基础

上，满足市民的休闲娱乐需求……

考察团成员一路走、一路看、一路

想、一路议，认真学习吸收福州市

的先进经验和做法。

在座谈中，尤猛军首先代表福

州市委、市政府，对石狮市考察团

一行莅临福州参观考察表示欢

迎！尤猛军表示，近几年，福州在

推动城市建设过程中，把与老百姓

关系密切的水系治理作为一项大

事来抓，经过四年的整治，取得明

显的成效。 （下转二版）


